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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【摘要】 　 目的　 了解湖南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中小学生营养干预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

法　 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抽取湖南省 ６ 个地区共 １ ８４４ 名中小学生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学生的信息ꎬ并
现场测定身高、体重ꎬ利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和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法ꎬ分析中小学生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　 被调

查学生中ꎬ较轻体重占 １２.９％ꎬ正常体重占 ７３.２％ꎬ超重占 ９.３％ꎬ肥胖占 ４.６％ꎮ 男生较轻体重检出率(１１.６％)高于女生

(１.３％)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χ２ ＝ ５９.８６７ꎬＰ<０.０１)ꎮ 女生超重检出率(７.６％)高于男生(１.７％)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 χ２ ＝
５７.６００ꎬＰ<０.０１)ꎮ 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经济发展水平、学生学历层次、父亲职业、是否为留守儿童以及在校用餐

次数是影响学生营养状况的主要因素(Ｐ 值均<０.０５)ꎮ 结论　 留守儿童以及父亲为农民或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区的中小

学生应列为营养干预的重点人群ꎮ 应加强学校、家庭、社会的协同ꎬ以营养知识的宣传教育为基础ꎬ积极采取多种干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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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中小学时期是人生长发育的关键期ꎬ这一阶段的
营养状况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ꎬ如果这一时期
的营养不合理ꎬ会出现诸如营养不良或肥胖等疾病ꎬ
有些影响甚至可能是终生的[１] ꎮ 因此ꎬ研究中小学生
的营养状况十分必要ꎮ 目前ꎬ有很多研究表明ꎬ我国
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不容乐观[２－４] ꎮ 随着生活水平的
不断提升ꎬ由营养过剩引起的超重、肥胖等问题也日
益受到关注[５] ꎮ 为更好地了解现阶段学生营养状况ꎬ
本研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对湖南省部分
地区学生的营养状况进行调研ꎬ分析影响因素ꎬ为有
关部门改善学生营养状况提供依据ꎮ

１　 对象与方法
１.１　 对象　 根据«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
分类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见» (湘发
[２０１３]６ 号) [６] ꎬ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从第

一类(中心城市区)抽取了开福区、岳阳楼区ꎬ从第二
类(城乡复合发展县市区)抽取了常宁市、汨罗市ꎬ从
第三类(扶贫开发县市区)抽取了桑植县、平江县ꎮ 然
后ꎬ采用随机抽样法ꎬ从抽取的县市区随机抽取 １ 所小
学、１ 所初中、１ 所高中作为调研学校ꎮ 最后采取整群
抽取 １ 个班ꎬ每个班随机抽取 ２０ 名男生、２０ 名女生ꎮ
共抽取学生 １ ９２０ 名ꎮ 对抽取的学校和学生ꎬ充分尊
重其知情权ꎬ并就研究目的、研究要求、需要配合的事
项等问题进行详细说明ꎬ取得其同意后纳入样本选择
范围ꎮ 除去身体残疾、先天性影响身体发育疾病和因
故不能参加的学生等ꎬ有效样本数为 １ ８４４ 名ꎬ其中男
生 ９３２ 名ꎬ女生 ９１２ 名ꎮ
１.２　 方法　 由湖南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
研究生对各地区中小学生的身高、体重等进行测量ꎬ
并严格遵照«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» [７] ꎮ 采用体质

量指数(ＢＭＩ) 法ꎬ将评价结果分为较轻体重、正常体
重、超重和肥胖 ４ 个等级ꎮ 根据季成叶等[８－９] 编著的

儿童少年卫生学中生长迟滞评价标准以及轻、中、重
度消瘦筛选标准和超重、肥胖筛查标准进行筛查ꎮ
１.３　 统计分析　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录入数据ꎬＳＰＳＳ １８.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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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数据分析ꎮ 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的方法分析不
同年龄男、女生营养状况的差异ꎻ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
回归分析法分析中小学生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ꎬ检验
水准 α ＝ ０.０５ꎮ

２　 结果
２.１　 整体情况　 在被调查的 １ ８４４ 名学生中ꎬ有 １ ３４９
名学生正常体重ꎬ占 ７３. ２％ꎻ较轻体重的检出率为
１２.９％ꎻ营养过剩(超重＋肥胖)为 １３.９％ꎬ其中超重为
９.３％ꎬ肥胖为 ４.６％ꎮ 男生较轻体重检出率为 １１.６％ꎬ
明显高于女生(１.３％)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Ｐ<０.０５)ꎮ
而女生超重检出率(７.６％)高于男生(１.７％)ꎬ差异有
统计学意义(Ｐ<０.０５)ꎮ 见表 １ꎮ
２.２　 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　
以中小学生营养状况评价结果为因变量ꎬ以性别、是
否为留守儿童、学段、经济发展水平、父亲月收入、母
亲月收入、学生在校用餐情况、父母亲受教育程度、父
母亲职业作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因素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
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经济发展水平、学段、父亲职业、是
否为留守儿童以及在校用餐次数对学生营养状况有
影响ꎮ 见表 ２ꎮ

学生营养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、学段、父亲职业、
是否为留守儿童以及在校用餐次数有关ꎬ其中第二类
地区发生较轻体重的可能性是第三类地区的 ０. ０６６
倍ꎬ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学生营养状况好于
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学生ꎬ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学生正常
体重的可能性是父亲职业为其他的学生的 ０.１０７ 倍ꎬ
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学生正常体重的可能性大于父
亲职业为其他的学生ꎮ 非留守儿童发生较轻体重的
可能性低于留守儿童ꎬ正常体重发生概率高于留守儿
童ꎮ 在校用餐次数越多ꎬ学生患较轻体重的概率也
越大ꎮ

表 １　 不同性别不同学段中小学生营养异常检出率比较

性别与学段 人数 统计值 较轻体重 超重 肥胖
性别 男 ９３２ ２１３(１１.６) ３２(１.７) ３７(２.０)

女 ９１２ ２４(１.３) １４０(７.６) ４９(２.７)
χ２ 值 １５９.８６７ ５７.６００ ０.８００
Ｐ 值 ０.０００ ０.０００ ０.３７１

学段 小学 ６２３ ４７(２.５) ３５(１.９) ３９(２.１)
初中 ６１２ １７３(９.４) １０１(５.５) ４２(２.３)
高中 ６０９ １７(０.９) ３６(２.０) ５(０.３)

χ２ 值 １７０.０６９ ４８.８３７ ２６.５７５
Ｐ 值 ０.０００ ０.０００ ０.０００

　 注:()内数字为检出率 / ％ꎮ

表 ２　 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(ｎ ＝ １ ８４４)

因变量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(ＯＲ 值 ９５％ＣＩ)
较轻体重 截距 －３.０２０ １.２７３ ５.６２５ ０.０１８

二类地区 －２.７１７ １.１４７ ５.６１３ ０.０１８ ０.０６６(０.００７ ~ ０.６２５)
初中生 －３.９０３ ０.８３９ ２１.６３９ ０.０００ ０.０２０(０.００４ ~ ０.１０４)
父亲职业为公务员 １.４７７ ０.５３５ ７.６２２ ０.００６ ４.３８１(１.５３５ ~ １２.５０４)
非留守儿童 －２.４８９ ０.８７３ ８.１３９ ０.００４ ０.０８３(０.０１５ ~ ０.４５９)
在校用 ３ 餐 ４.７７４ ０.９９１ ２３.２２７ ０.０００ １１８.４０１(１６.９８９~ ８２５.１７７)
在校用 ２ 餐 ３.３６８ ０.９７０ １２.０５１ ０.００１ ２９.０１４(４.３３３ ~ １９４.２６７)
在校用 １ 餐 １.６７１ ０.７３６ ５.１４８ ０.０２３ ５.３１６(１.２５５ ~ ２２.５１１)

正常体重 截距 １.１１３ ０.７７５ ２.０６４ ０.１５１
父亲职业为农民 －２.２３２ ０.６０８ １３.４８６ ０.０００ ０.１０７(０.０３３ ~ ０.３５３)
父亲职业为公务员 １.２６８ ０.４５６ ７.７２２ ０.００５ ３.５５４(１.４５３ ~ ８.６９２)
非留守儿童 ０.６２０ ０.３０７ ４.０８１ ０.０４３ １.８５９(１.０１９ ~ ３.３９４)

超重 截距 １.０８６ ０.８７２ １.５５０ ０.２１３
在校用 ２ 餐 ２.０３２ ０.６５２ ９.７０６ ０.００２ ７.６３０(２.１２５ ~ ２７.３９７)

　 注:因变量以肥胖为参照ꎻ经济发展水平对照组为三类地区ꎬ学段对照组为高中ꎬ父亲职业对照组为其他ꎬ是否留守儿童对照组为留守儿童ꎬ在校用

餐次数对照组为不在校用餐ꎮ

３　 讨论
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ꎬ

营养不良和较轻体重等营养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ꎮ
何卫军等[１０] 于 ２００５ 年对湖南省 ７ ~ ２２ 岁汉族学生的
营养状况进行了调查ꎬ结果显示ꎬ营养不良和较轻体
重的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 ５６. ４％ꎬ其中营养不良占
２２.０％ꎬ较轻体重占 ３４.４％ꎻ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
２.５％ꎬ１６.５％ꎬ合计占 １９.０％ꎻ而正常体重的检出率仅
为 ２４.５％ꎮ 本研究结果与何卫军等[１０] 的研究结果相
比ꎬ湖南省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ꎬ较
轻体重的检出率下降了 ４３.５ 百分点ꎬ超重和肥胖的检
出率下降了 ５.１ 百分点ꎬ正常体重的检出率上升了 ４８.
７ 百分点ꎮ 提示 １０ 年间ꎬ湖南省的经济水平不断提

升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ꎬ中小学生营养状况
逐步得到改善ꎮ

此次调研结果发现ꎬ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学
生发生较轻体重的概率较大ꎮ 一般来说ꎬ经济发展水
平越高ꎬ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ꎬ物质资源越丰富ꎬ食物
的选择也更多ꎬ更容易满足营养的需求ꎬ因此学生发
生较轻体重的可能性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ꎮ
父亲的职业对于学生的身体健康也有较大的关联ꎬ一
般来说ꎬ父亲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撑ꎬ父亲为公务员
的家庭条件较好ꎬ学生的营养需求也更容易得到满
足[１１－１２] ꎮ 留守儿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ꎬ其营养健
康状况一直不容乐观[１３－１６] 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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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咨询与服务为一体的干预措施ꎬ并针对男女生不
同的生理、心理特点ꎬ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与教育ꎮ
同时重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ꎬ充分发挥学校各社团
组织、志愿者协会及同伴教育作用为学生传授性健康
专业知识ꎬ引导学生树立科学、健康的性观念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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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第 １７８３ 页)
　 　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ꎬ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较差ꎬ
发生较轻体重的可能性大于非留守儿童ꎬ而正常体重
的发生概率远低于非留守儿童ꎮ 留守儿童的父母长
期在外打工ꎬ一般由祖辈照顾ꎬ而祖辈自身年龄大、体
弱多病并且在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相当薄弱ꎬ因此会
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ꎮ 提示要关注留守儿
童ꎬ将他们作为营养改善的重点对象ꎮ 学校是学生学
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ꎬ学校食堂的膳食水平直接影响
学生的健康状况ꎬ因此应更加关注学校的膳食水平ꎬ
加强推进学生营养餐等项目[１７] 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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